【小組查經材料】

腓立比書系列
腓立比書系列 7 –要靠主常常喜樂
2020 年一⺝ 10、
10、11

第一時段:
第一時段:歡迎你來 (15 分鐘)
分鐘)
以簡單、輕鬆、活潑的遊戲，帶領組員熱烈參與，使大家的心思意念，
離開繁忙、疲憊，並預備心來歸向神。
第二時段:
第二時段:敬拜讚美 (20 分鐘)
分鐘)
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，帶領大家來到主的寶座前敬拜祂、瞻仰神的榮面、
帶下神的榮耀同在。在敬拜裡，小組長帶領大家同聲開口為下列事項禱
告。（組員個人的需要請在第四個時段分享禱告。）
1. 宣教單位:認領的單位是＿＿＿＿＿＿他們的需要是＿＿＿＿＿。
（如果你不確定小組認領，請洽教會。）
2. 教會事工:
- 1/11 聖經日:
@fellowship hall 9:30-5:00 pm
- 1/18 小組長雙⺝會
- 1/19 主日裝備課程開始
- 1/25 新年崇拜@10am
- 2/1 弟兄特會
- 2/15-17 恩愛夫妻營（MER）
3. 新來賓:_________________請於聚會前確認來賓名字。
病痛組員或親朋:___________________並商討如何關懷他們。
4. 為 Shekinah Glory 禱告: 感謝讚美神！祂帶領我們經歷祂的信實，使
SG 的工程建造完滿結束。求神使用我們和這場地，帶領我們與祂同
工，傳揚祂的美德和信實，領人信耶穌，一起來敬拜祂。
第三時段:
第三時段:話語分享(45
話語分享(45 分鐘)
分鐘) 以分享討論應用
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
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
1. 回應主日信息—聚會前，請上網仔細重聽一次。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
想是什麼？哪一句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？
2. 請分享本週你的生活見證，如禱告蒙應允，病得醫治，實踐神的話語
等等。（請盡量保持在 10 分鐘之內）
卓越的領導與牧養

本週主題：要靠主常常喜樂
本週主題：要靠主常常喜樂

經文：腓立比書 4:1-9
背誦經文：
背誦經文：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；我再說，你們要喜樂。 (腓 4:4）

保羅勸勉腓立比信徒務要竭力的追求認識主耶穌，要忘記背後，
努力的向著神為我們所立的標竿直跑，在地上活出天上國民的榮耀
見證後，他接著就教導他們如何能夠活出一個倚靠主常常喜樂，有
好行為的生命見證.
一、 因為有好同工，我們就可以喜樂（
因為有好同工，我們就可以喜樂（腓 4：1－3）：(
）：(請先讀 v.
1-3 再讀下文)
再讀下文)
A. 保羅讚賞和勸勉
保羅讚賞和勸勉腓立比信徒
和勸勉腓立比信徒（
腓立比信徒（1）：1.
）：1. 保羅深愛腓立比
信徒：保羅對腓立比信徒的愛在這裡表露無遺，他稱他們
為我所親愛，我所想念的弟兄。2. 保羅肯定他們：腓立
比信徒興旺福音，有美好的屬靈生命見證，讓保羅喜樂，
也能成為保羅在競賽中得到冠冕，這是一種榮譽的代表。
3. 保羅勸勉腓立比信徒要站立得穩：
保羅勸勉腓立比信徒要站立得穩：保羅讚賞腓立比信
徒後，就直接勸勉他們要靠主站立得穩。在受逼迫的環境
裡，信徒若不堅定倚靠主的話，就會軟弱遠離神，所以，
保羅要他們倚靠神，繼續活出美好的見證 。
B. 保羅勸勉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同心（
保羅勸勉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同心（2
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同心（2-3）：教會裡的信徒
是要同心在神所賜的使命上一起奔跑幫補，興旺福音，但
腓立比信徒中的友阿爹和循都基彼此不同心，保羅對她們
的不和諧非常難過，因為她們曾經跟保羅在福音上一起受
苦過，所以，保羅要教會裡一位跟保羅真實同負一軛的人
幫助她們，使她們能夠同心。並且提到革利免及所有與保
羅同工的信徒，他們的名字都記錄在天上的生命冊上。
討論問題 1： 你為何人或何事常常感到喜樂？
為何人或何事常常感到喜樂？ (破冰題)
破冰題)
討論問題 2： 保羅怎樣表達他對腓立比信徒及同工
保羅怎樣表達他對腓立比信徒及同工的關愛呢
及同工的關愛呢？
的關愛呢？我
們從中有何學習？
們從中有何學習？（觀察題）
二、 靠主常常喜樂(
靠主常常喜樂(腓 4：4-7)：(請先讀 v. 4-7 再讀下文)
再讀下文)
A. 要靠主喜樂（4
主喜樂（4）：保羅鼓勵腓立比信徒要靠主喜樂，在
這短短的一節裡，保羅說了兩次喜樂，他要他們喜樂而不
是快樂，因為快樂是來自外面的環境，只是暫時給人愉快
的感覺，而處在被逼迫艱難的環境裡的信徒們怎會快樂
呢？保羅要他們靠主喜樂是要他們倚靠仰望神，知道神必
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中看顧他們，這是他們內心喜樂的源
頭。就如保羅在遭受迫害，被關在牢獄裡，生命受威脅
時，他仍有喜樂，因為他倚靠主，深信主必救他脫離困境
（腓 1:19）。
B. 要溫柔謙讓（5
要溫柔謙讓（5）：溫柔謙讓是對待他人的方式，溫柔的
人會尊重人不輕易生氣，會忍耐不會勉強人，就像主耶穌

的柔和謙卑一樣。保羅勉勵信徒和同工們要常常喜樂，並
溫 柔 謙卑 的對 待人 ，不 要 互不 相讓 。同 時， 保 羅警 惕 他

？
C. 一無掛慮
一無掛慮的秘訣
掛慮的秘訣（
的秘訣（6-7）：

們 ， 如果 不同 心互 相爭 吵 的話 ，當 主耶 穌基 督 再來 的 時
候，他們將會如何面對主呢

保羅要

腓立比

信徒不要掛慮，

他教導他們不掛慮的秘訣，要他們持守在感恩的氛圍裡，
以感恩的態度將所禱告祈求的事交託給神。禱告(prayer)
指的是為一般的需要告訴神，如日用的飲食；祈求
(petition)指的是為特別的需要告訴神、請求神，如特別的
醫治；保守(guard)：是軍事用語站崗的意思，神會在基督
耶 穌 裡保 守他 們的 心， 不 允許 不屬 神的 心思 意 念侵 犯 他

。
討論問題 3： 保羅勸勉信徒如何持守喜樂的心呢
保羅勸勉信徒如何持守喜樂的心呢？
如何持守喜樂的心呢？對我們而言，
我們應該
我們應該如何保持常常喜樂及一無掛慮的心
應該如何保持常常喜樂及一無掛慮的心？
如何保持常常喜樂及一無掛慮的心？（觀
察、應用題
、應用題）
三、 正確思想及行為帶來平安和喜樂
正確思想及行為帶來平安和喜樂（腓
帶來平安和喜樂（腓 4：8-9)：(請先讀 v.
8-9 再讀下文)
再讀下文)
A. 思想美善的事
思想美善的事（
美善的事（8）：
們。當他們這樣做的結果是，神會將超乎人想像的平安放
在他們心裡

保羅進一步補充他在上節還沒講完

關於保守你的心的話，所以，他再次強調要他們思念八件
美善的事，這樣就可以勉勵和提醒他們行合神心意的事：

1. 真實的：就是不虛偽. 2. 可敬的：就是所行的讓人敬
佩。3. 公義的：就是公正。4. 清潔的：就是沒有污穢。5.
可愛的：就是讓人喜愛而不是讓人厭惡。6. 有美名的：是
讓人仰慕的。7. 德行：是有道德卓越的行為。8. 可稱讚
的：是讓人可以誇讚的。

B. 要學習保羅的榜樣
要學習保羅的榜樣（
的榜樣（9）：因腓立比信徒與保羅的關係密
切，從他們信主到現在，他們不只是認識保羅，也非常清
楚保羅在服事上和為人處世的態度及方式。看見保羅如何
地擺上自己，如何地倚靠主，並堅持地專注於神所託付於
他的使命，傳福音宣教，建立教會、建造門徒。他們都聽
見 了 保 羅的 教 導， 也領 受 了 保羅 的 使命 。保 羅 要 他們 學

必

習，像保羅一樣有正確的思想和態度，做合神心意的事，

懷
討論問題 4：為什麼保羅要腓立比信徒思念
為什麼保羅要腓立比信徒思念這
保羅要腓立比信徒思念這八件事？
八件事？這對我們
的生活與行為有什麼影響呢
的生活與行為有什麼影響呢？（觀察應用題）
（觀察應用題）
見證神榮耀的名。這樣，這位賜平安的神，就
在，保守他們的心

意念。

與他們同

討論問題 5：在未來的一週裡，思想哪一
在未來的一週裡，思想哪一件
，思想哪一件是你需要加強或實踐
是你需要加強或實踐
的事？
的事？並請在
並請在下週聚會時分享。（應用題
下週聚會時分享。（應用題）
（應用題）
禱告:
禱告:
親愛的阿爸天父，我們感謝讚美祢。謝謝祢藉由使徒保羅教導
我們要靠祢常常喜樂。求祢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，持守溫柔謙讓的
心對待人，能與同工同心來服事祢，使祢的心意得滿足，也求祢幫
助我們持守感恩的心來向祢禱告祈求，祢就使我們有出乎人意外的
平安。主啊！求祢幫助我們思念美善的事，言行見證祢榮耀的名，
帶領人認識祢。我們如此禱告乃是奉主耶穌得勝的名求。阿們！
第四時段:
第四時段:禱告服事（10
禱告服事（10 分鐘）
可以兩三個人成為一個禱告小組，為彼此的需要禱告。
01/17/20 腓立比書 4：10-23
01/24/20 使徒行傳 1:1-10
01/31/20 使徒行傳 2:1-21

